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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东美的“生生美学”思想

曾繁仁　庄　媛

摘要:方东美的“生生美学”以中国文化为本体,贯之以“生生之道”,言及体现普遍生命创造的生生之美、融

贯之美、无言之美,融通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与中国大乘佛学,对中国人的艺术理想进行了精妙阐释,其目

的在于生命境界的提升.对方东美“生生美学”思想的探索,为我们建立体现民族精神、融贯古今中西的

“生生美学”体系,推动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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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是２０世纪新儒家的著名代表、诗人型哲学家,以特有的兼通古今中外的学术素养而驰名

学术界.一方面,方东美精通西文,熟悉西方文化及学术环境,以西方人熟悉的学术语言传播中国传

统哲学,并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故能以西方视野阐释中国学术文化.同时,他立足于中

国哲学立场去反思西方文化思想,使得两者的结合达到浑融一体的高度.另一方面,作为素养深厚的

哲学家,方东美独具慧眼,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艺术交融一体,美与善相兼,所谓“生生之德”即“生生

之美”.因而,他又是著名的美学家.学术界一般将其美学思想称之为“生命美学”,但从他立足中国

艺术精神、中西交融的特点出发,我们更加愿意将其美学思想称为“生生美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

阐述方东美的“生生美学”思想.

一、方东美“生生美学”的建立路径

１．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生生美学”,成为贯穿方氏美学与艺术思想的核心内涵

首先,方东美的美学思想到底应该称为“生命美学”还是“生生美学”? 其弟子傅佩荣在介绍«方东

美全集»校订情况时说:“方东美从二十五岁开始教哲学,五十二年未尝间断.他所写的单篇论文合成

一书,名为«生生之德».‘生生’一词,取自«易经»中乾元大生与坤元广生,代表宇宙万物生生不已,人
类由此体认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充分发挥天赋的德行,追求和谐圆融与至善尽美的境界.”① 从傅

佩荣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方东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看法,“生生”正是方东美立足中国哲学精神、融贯中

西而着重言之的一个重要哲学与美学概念.也就是说,“生生”是他从原始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出发,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括.以此为基点,方东美着重从儒、道、佛三家的基本主张出发,对中国传统美学

进行了整体性的思考.因此,从方东美美学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来看,方东美对“生生”一词的重视,实
则是对中国文化本体的把握.方东美、宗白华和朱光潜都有关于中国传统美学之“生命美学精神”的
相关论述,不同于后两者,方东美的美学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本体论色彩.如果说从生命体验出发的

美学隶属于现象学的层面,那么方东美的“生生美学”则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去看待审美问题.这种

本体论是从«周易»“生生”思想出发,真正做到融贯古今中外而得以展开的,是对“生命美学精神”的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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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方东美哲学与美学的“主干”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这必然涉及“生生美学”是否

其美学思想核心内涵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渊源上讲,只能是以现代西方

的生命哲学为主干,将生命哲学与儒家周易的‘生生哲学’、佛家华严宗的‘广大和谐’哲学以及怀德海

的‘机体主义’哲学相融合的产物”①.从对方东美哲学与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考察来看,言其哲学

美学思想以西方生命哲学为主干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方东美最早的学术论文为１９２２年通过的硕

士学位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评述»;直到１９３１年,方东美的研究视野一直聚焦于西方生命哲学和美

学思想,并在这一年发表了«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等量齐观地考察了希腊

人、近代西洋人与中国人三种不同的生命情调,对中西哲学中的生命精神进行了总结,并无西方主干

的倾向.１９３７年是方东美哲学和美学研究的转折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大大激发了方东美的爱国热

情,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其学术倾向开始转向中国文化.在著名的«哲学三慧»一文中,他明确提

出“中国伟大哲学智慧,往往出于绝顶天才”②,又概括出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著名论断,即“仅凭自

救,或难致果,他山取助,尤为切要”③,这是在肯定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文化救国方式.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方东美进一步对西方模式提出挑战.他说:“区衷所志,唯欲凭

藉我国之融贯精神,广大和谐、无障碍智,挑战西方之异隔思态,二元敌对、有分别心,而斥其障碍重

重.”④１９７３年,方东美试图遵循“以西促中”路径构建一幅蓝图,建设新的哲学以振兴中国文化.他

说:“想使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也促

进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⑤,这就需要“从中国优秀民族的灵魂中钩出民族精神来振兴真正

的中国文化”⑥.１９７４年,在讲授«周易»哲学时,方东美强调了«周易»哲学乃至儒家思想的延展性和

包容性.可见,方东美采取“以西促中”路径来构建新的哲学时,其哲学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中西交

融、以中为主的理论形态,而这种以中为主的“生生美学”是贯穿其美学理论的核心内涵,下面我们将

具体论述.

２．以真正的东方心态研究西方,创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生生美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方东美专心致力于中国哲学精神的研究.他早就看到西方哲学二分对立的

弊端,同时反对文化发展中完全“西化”的倾向.他批判了那种流行中西的“线性论”文化观,认为这种

文化观将“进程”与“进步”混淆,误使经济与文化发展机械地等同起来,是一种可怕的“内在贫乏症”.
他说:“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以为历史是 LinearProgression(直线的进程),到了近代就把 Progression
(进程)与Progress(进步)混而为一,以为一切都是后来居上的.”⑦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与美学应该

有真正的中国心态,“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民族中,有真正的东方心态,再去研究西方”⑧.这里的“东方

心态”,即是振兴中国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为主干的出发点.他形象具体地以放风筝为比喻,认为哲

学与美学研究犹如放风筝,风筝飞得再高,都不能离开放风筝者手中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中国哲学

的底蕴,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⑨的“中庸之道”.他说:“任何人要从事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除了

坐飞机以外,在这世界上要平平实实地像小孩放风筝,虽然不能超升入太空,但是宇宙神奇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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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却在风筝的线上鼓动着,而线仍把握在小孩的手中.”①这个主线即是以“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

理”②,以艺术精神贯穿哲学智慧,将宇宙的创造力量内化于个人的生命之中.正所谓“生生之美”,妙
造自然,自成境界.在方东美看来,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生命诞育为内涵的“生生”之道———包括

儒家的“生生”之道,道家的“三生万物”之道,佛家的超脱生死苦海的“菩提之道”———上下双回向之统

贯的体现.这一以中为主、融合中西的“生生之道”,是方氏在长达４０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努力探索、研
究哲学与美学的路径.直至去世前的１９７６年,他以英文撰写完成«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书,以
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阐释中国的“生生之道”,将宇宙人生中全部价值融贯为一体,以造就在“美
的理想”之上的对称和谐之思想建筑,所谓“盖生命本身尽涵一切存在,贯乎大道,一体相联.于其化

育成性之过程中,原其始,则根乎性体本初”③.

二、“生生之美”乃生命创造之美

１．“生生之美”
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方氏立足中国文化,力倡“生生之美”,也就是西方所说的“普遍生命”之美.

首先,他认为«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④.«周易»以阴阳两极立论,揭示了宇宙“阴阳之道”变
化这一普遍的规律,诚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⑤.将阴阳之道

与事之成败、性之善恶相联系,已经成为普遍规律,不仅适合宇宙世界,也适合审美与艺术,是中国特

有的哲学与美学规律.在方氏看来,阴阳之道导向中庸之道,成为中国生命哲学的主线.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即已开始的«周易»研究中,方氏特别提出“生生”这一重要论题.在１９３７年所作的«哲学三慧»
一文中,他将中国哲学诸义中的“生之理”作为第一义列出,曰:“生之理.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
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趣时显用,亦动亦静.生含五义:一、育
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故«易»重言之曰生

生”⑥.在«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他将“生生”译为creativecreativity,即创造之创造,强调了“生
生”一词内在的形上超越之义.在方东美看来,立足于«周易»以价值为中心的本体论系统,存在与价

值之间可作等号,此所谓体用合一,即本体论与价值论合而为一.这里重言的“生生”,也可以理解为

动宾语言结构,前一个“生”为动词,后一个“生”为宾词,“生生”即为生命的创生.他说,«周易»的“旁
通之理也同时肯定了:生命大化流衍,弥贯天地万有,参与时间本身之创造性,终臻于至善之境”⑦.
方氏将这种“生生”之理称作“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这里的本体当然不是实体,而是生命创造的过

程.由此,“生生”之义可从两个层面得以证明:一为以价值为中心的本体论,二为以生命为中心的本

体论.
方氏以“生生”论哲学与美学,无疑接受了西方生命论哲学———特别是柏格森与怀德海的“机体主

义”观点的影响,他将其哲学与美学标识为“普遍生命”之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贯通”,
而不是“移植”.他说:“对于«周易»不仅仅讲狭义的«周易»哲学,同时也可以讲广义的«周易»哲学,以
«周易»纯粹的儒家思想来贯通佛家华严的思想;同时以近代的法国柏格森的思想,或是英国的怀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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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也可以多方面地贯通.”①无论是柏格森还是怀德海都是某种科学主义的西方哲学,而方氏从中

国文化立足,是不同意科学主义的,特别不同意科学主义的“价值中立”,所以,“中国的思想不会变成

抽象体系,更不会因了抽象而贫乏,不会像近代罗素或穆尔(G．E．Moore)对许多哲学问题不能谈,因
为他们在价值方面中立了,无法欣赏美,美在他们的哲学中并无地位”②.由此,方氏在他关于美学与

艺术最重要的论文———«中国人的艺术理想»中,概括了美的本质,曰:“生命之美形于创造”③.当然,
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于“生生之美”的现代阐释.显然,方东美在其哲学与美学中持有的是

一种“机体主义”哲学立场,他将世界万物都看作是有生命的或是有生命创造能力的,所谓“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④.但方氏的“机体主义”又不是“泛神论”,而是理性的判断.
方氏认为,作为“生生之德”源头的原始儒家,其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尚书洪范»篇.

«尚书»提出“光被日表”的理性太阴与“允执厥中”的理性原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由神秘宗教向理

性哲学思考的转变.作为«尚书洪范»九畴中的最高原则,“皇极”具有“大中”的含义.在方东美看

来,“皇极”中的“大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类文明“共同的象征性符号”,体现了从神权到德治的变化,亦
是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的最高标准的体现,由此可推及文化教育与礼乐的最高理想.在原始儒家哲

学思想中,“生生之德”想要维护的是圣人的理想政治、伦理文化,从«尚书»到«周易»的变化则体现了

儒家思想的创新.儒家通过设定“范畴”,以时间的创化过程描绘人类生活世界,以体现变易哲学.另

外,方东美认为神话思想代表了世俗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划分,体现了艺术上的美感与艺术世界秩序的

形成.“神话”的语言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原始时代以神话为媒介表达信仰,是一种玄之又玄的

宗教世界的体现,反映了“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以“神话”的语言与符号去表现有限世界的无穷境界,
更是实现原始宗教向哲学的转向.在«尚书洪范»中,这种转换更是一种典型代表.“皇极”的“大
中”之义内含着道德和美感的秩序,反映了道德生命或美善生命的世界.对此,方东美从«诗经»的雅

颂篇中寻找神话思想所划分的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普遍生命精神的体现,具
体体现为宗教祭祀的形式.作为原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祭祀与儒家思想的“崇德报功”观念

息息相关,从«论语»«诗经»与«尚书尧典»«尚书禹贡»中均可得到中国原始宗教“万有有神论”的
特质.这是一种宗教和精神的民主,体现了原始社会的神圣价值和复杂的宗教智慧.«尚书洪范»
的宗教意义则体现了自然物所带来的价值、道德和艺术意义,规定了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与灵魂

所构成的人格的整体.«周易»的成书则进一步体现了哲学化转向,«中庸»中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

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⑤等则反映了这种宗教的神秘经验的哲学化.
因此方氏认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主要是以原始儒家思想为基底而展开的.以“生生之

德”为源头,观之“生生之美”所具有的普遍生命精神,反映了使生命本体与存在价值达到和谐圆融统

一的理想,这也可称之为“中和”.

２．“融贯之美”
方氏总是从中西比较视野阐述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认为中西哲学与美学的最重要区分就是“融

贯”与“分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融贯之美”.他说:“中国人评定文化价值时,常是

一个融贯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分离主义者.”⑥他认为,西方自古代希腊以来,就是一种主客二元对

立的分离主义思维模式,而中国则是“融贯”的.这是由«周易»作为中国哲学与美学的根源———“阴阳

相生”的“中道”所决定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保合太和乃利贞”等.方氏指出:“此同情交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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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正是中国文化价值之模范.«周礼»六德之教,殿以中和(«大司徒»郑注:‘忠言以中心’),其著例

一也.诗礼乐三科之在六艺,原本不分,故诗为中声之所止,乐乃中和之纪纲,礼是防伪之中教,«周
礼礼记»言之綦详,其著例二也.”①可见,“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中和之道,既是宇宙规律,也是审美

与艺术规律.阴阳相交,诞育万物,同时也生成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可谓韵味无穷,正是中国美学的

特质.中国美学的这种特质基于时间之生生不息的历程创化,最终归于广大和谐的至臻之境.方氏

认为,儒家思想将宇宙人生视为纯美的“太和境界”,故而对艺术价值尤为重视,正如孔子所言:“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②.他用«礼记乐记»对于音乐的论述来说明,音乐之美在于其广大悉

备的内涵,其主要的审美意向即是要“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③,追寻生命的合于天地之美.正如庄

子所言:“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

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④天地之德乃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方氏进而认为,融贯之美是“妙
性之美”.他认为,希腊人的哲学智慧为“实智”,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为“应机”,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则为

“妙性”⑤.所谓“妙性”,是“一种意境,不论景象虚实如何,其神韵纾余蕴藉,其生气浑浩流衍者,名曰

充量和谐,此在中国谓之同情交感之中道.其意趣空灵、造妙入微,令人兴感,神思醉酡.中道明通周

普,其旨易解,交感义稍晦涩,可譬之情词:‘尔浓,我浓,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

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
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⑥.元代管道升所作的«我侬词»,以情浓似火,捏一个你、一个我,再一

齐打破;再捻一个你、捻一个我,比喻两情交融无法分离,说明“融贯一体”的美,形象生动.
“融贯之美”为我与万物冥合无间的艺术境界,于宇宙人生及山川河流、草木花鸟中见宇宙“生生

不已之美”,方东美谓之为体验的、妙悟哲学的体现:重视灵感之来去,天地神人妙合无间.“融贯之

美”可谓之是“太和境界”流溢而出的艺术精神.

３．“无言之美”
方氏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极少直接谈美,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

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⑦.为什么如此呢? 方氏认为,美的创造是宇宙生命本身的基本特性,是宇宙

生命对于人类最高的善与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⑧、“生生之谓易”⑨.由此他认为,艺术与审美的

哲学基础即是“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和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

酣然创意”.“生命之美形于创造”,点出了“生生美学”的要义.
关于生命创造美的过程,方氏早在１９３７年的«哲学三慧»中即已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化无

已”即“生生之美”的创造过程.“中国哲学家之思想向来寄于艺术想象.”他论述了“生化无已”的６
个过程,主要是从“生之理”到“化育之理”的过程中,万物生命的诞育经历了“爱之理”这样一个极为重

要的中间之义.他说:“生之理,原本于爱,爱之情取象乎«易».故易以道阴阳、建天地人物之情,以成

其爱.爱者阴阳和会、继善成性之谓,所以合天地、摩刚柔、定人道、类物情、会典礼.”继之,他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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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雌雄和会、男女构精、日月贞明、天地交泰与乾坤定位之“爱有五相”.由此,天地和会、阴阳相生、
万物诞育均源自宇宙生命自有之性与自有之爱,是天地继善成性之大德也.

另外,方东美论述了情理一贯的关系.他认为,“生命以情胜,宇宙以理彰”,两者在属性上有明显

的区别.他说:“生命是有情之天下,其实质为不断的、创进的欲望与冲动;宇宙是有法之天下,其结构

为整轶的、条贯的事理与色相.虽则有情之天下亦不时有法、有法之天下亦随在有情,但有法与有情,
就其差别相看,毕竟不是同性质的一体.”①同时,二者也是“关系的全体”(relationalwhole).在方东

美看来,生命的意味与人类理性的妙合程度,是人类思想文明之智慧发展的程度,也是生命全体意义

影响范围的程度.此种情与理的妙合,具有创进意义和生长性,是同情、仁爱所生成的神圣生命力的

体现.另外,方东美所说的“生之理”出于“爱”之化生万物,但是这种“爱之理”并非只可在儒家思想的

范畴内言之.正如方氏所言,中国哲学美学思想的浑融特性,除却儒家思想之外,亦可结合华严宗之

融合“差别界”的观点言说.简言之,华严宗经由隐喻的、诗的、象征的语言所阐释形成的精神意境,所
要达到的是一切有情众生所交彻互融而又彼此相映成趣的圆满境界.故而方东美认为,宇宙生命之

爱是体现“生命之美形于创造”要义的无言之美的根由.
总之,生生之美、融贯之美与无言之美都是方东美“生生美学”的重要内涵,是他所阐述的中国传

统“生生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基本特点的体现.

三、中国人的艺术理想:从体贴生命伟大处得来

１．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伟大处得来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方氏著有英文论著«中国人生哲学»,其中写到“中国人的艺术理想”.该文全面

阐释了其“生生美学”思想,特别就“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提出了著名的“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

大处得来的”②这一关于中国艺术基本原则的论断.这一论断与“生生之美”源自宇宙生命之大爱密

切相关,艺术之美亦源自艺术家对生命伟大处的体贴,即是对生命伟大处之爱.方氏认为,凡是中国

艺术作品,不论它们是何种形式,都是“充分表现宇宙万物的盎然生意”,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基本原

则.“中国艺术家擅长于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③这里的“表
现”即是对生命伟大处的体贴,以生动活泼的勾勒来体现生命绚丽之处,“表现”事物的“生香活态”.
方氏举例说,宋代画家米芾曾在安徽无意见到一块巨石,形状奇丑,他反而大喜,整理衣冠而拜之,称
其为兄.米芾正因有罕见的天赋,作画时才能将无生命的事物点化得机趣盎然、气韵生动,由此可见

艺术家“表现”的功力.
方氏进一步将其“艺术是对生命伟大处的体贴”理论深化,将艺术之美形容为艺术家对于宇宙生

命的“欣赏赞叹”.他说:“不论是哪一种中国艺术,总有一般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酣畅饱满的自由

精神,足以劲气充周,而运转无穷! 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欣赏赞叹,在颂扬宇宙永恒而神奇的生命

精神.”④这里,他将“体贴”与“表现”进一步发展为“欣赏赞叹”与“颂扬”.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艺术家

与匠人的根本区别:匠人只在技巧上下功夫,专注于“雕虫小技”;而艺术家具有整合心灵的创造精神,
包含玄妙神思、抒情心灵、透视慧眼、熟练驾驭与创造能力等.因此方氏认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体贴

生命之伟大,即是对超越表象之上的生命本性贯注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艺术家浃洽万物,在艺术创

造的过程中将心灵与创造的艺术精神融通,以体现宇宙生命的普遍生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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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注重表现生命盎然生机的艺术精神涉及中国艺术的“传神”问题,其重在化除滞碍,
对物质性的超升否定.方东美进一步将艺术家对于宇宙生命伟大处的体贴与深爱化作生命之神妙.
他说:“中国艺术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神’的问题.关于这点,几乎难以言传.若是勉强从反面来

讲,就是要化除滞碍,不以描绘精确为能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物质性的超升否定.”①这个“超升”,
就是凭直觉捕捉美的本质,透过神思进行创意而自然、不做作.方氏列举了中国绘画史上的诸多实

例,如晋代顾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正在阿堵

中”②.就是说,要将人物的精神气质生动、自然地体现出来,就要充分体现眼睛的神韵,“点睛”即传

神之意.

２．中国艺术从意味上讲是象征性的,相异于古希腊艺术的描绘性

方氏将对生命之伟大处的体贴具体化为艺术的象征性,相异于古希腊艺术的描绘性.他指出,象
征性即是艺术的理想性,不拘泥于艺术的形似,而追求一种“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意境”.方氏以

古希腊雕刻艺术说明艺术的描绘性,认为古希腊人观察自然事物的敏锐眼光集中体现在人体造型上,
特别是表现人体的裸露之美.雕刻家将人体的每一部分都细腻地描绘出来,而且用心揣摩其间每一

部分的相互关系,据以生动表现多种姿势.但中国古代艺术并非拘泥于孤立的个体生命,所关切的主

要是流衍而出的生命之美与普遍生命所具有的气韵生动的活力.他举了诸多实例加以说明,认为中

国史前文化中的仰韶文化就具体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尊重:“白陶上的血红线条,夹于两行线中,
即所以象征生命的畅然流行与盎然创意”③,这种象征性使得中国艺术有一种“济润焦枯”、赋予万物

以勃勃生机的特殊作用.另外,方氏言及中国的绘画能够如同“太空人”一般,提神太虚、俯视万物,又
可描绘花团锦簇之婀娜之姿,就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生命酣醉图,透过生命最具活力之青春、陶然趣机,
描绘美、人性与自然,而尽情宣泄欢欣鼓舞之情.

３．中国艺术妙契人文主义的精神

“中国艺术妙契人文主义的精神”④正是方氏论及中国人艺术理想的总结性论断.方氏将美的创

造最后归结为人特别是艺术家的伟大创造之功.在这里,方氏首先对“人”作了东方式的界定.他认

为所谓“人”,不是古希腊以人为衡量一切依据的人类中心论的“人”,也不是古希腊雕刻“以人形来表

现众神”的描绘性的“人”,更不是西方“以恶性的二分法来看自然”的“人”⑤.他所说的“人”永远以生

命精神所具有的活跃创造力为特色,并且与自然是不可分的,因为两者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
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是自然壮美的文字.方氏一方面强调了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另一

方面也强调了自然于人的“蒙养”与“操劳”之力.他在«中国艺术的理想»中借助清代石涛的«画语录»
说明之:“古人寄兴于笔墨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
则受生活之任然则此任者,诚蒙养生活之理.”⑥方氏认为,人作为“创造的主体”既追求生命的壮

美,又“直指天地之心”与自然相合.因此,妙契人文酣然饱餐生命的喜乐,怡然体悟万物与我为一.
“凡此种种,正是中国艺术绵延不尽之大用!”⑦

需要注意的是,方东美对中国人的艺术理想的论述立足中国传统美学,借鉴西方美学资源,多有

自己独特的见解,是对生生美学的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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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生美学”的目标:生命境界的提升

１．中国艺术“总的透视”将艺术带入一种更高的、和谐宁静的艺术境界

方东美在其“生生美学”的相关论述之中,运用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与«周易»哲学的阴

阳虚实结合的智慧,阐释了中国艺术“总的透视”所带来的更高的、和谐宁静的境界①.他首先论述了

西方的“歪曲透视法”,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在中国期间的画作为例.郎世宁本是意大利人,到中国

后,把西方的画法运用到中国画里面,运用西方的透视法,从一个固定的焦点出发,远山一定小,近山

一定大.结果没有一种精神可以统摄郎世宁的此种山水画.近山变成大山,远山变成小山.这样非

常别扭,无法欣赏,方氏将之称作“歪曲透视法”.方氏认为中国画的精妙之处在于画家们不是写实,
而是表现理想,即拿其理想来构思整个的画幅.因此,从一个超越的观点来看,画家可以大为小,亦可

小为大.这就使得画家可以在一个凌空的、空灵的、超越的观点之上去俯视宇宙的一切.“这样一来,
散漫的印象在画家的心灵里面变作一个统一.他整个艺术家的精神就把那个画幅镇压住了.”②这就

是中国画的“意在笔先”、以理想统摄整体的特殊画法.所谓自然之性与心灵所激发之趣机的有机结

合,即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导致的一种曲折、虚实、阴阳与动静的相依相成,从而形成特有的境

外之境、象外之象,其意味无穷.方东美之论可谓涉及了中国艺术之三昧,不同凡响.

２．“黑暗时代”需要哲学与美学智慧重新开辟精神的光明境界

方东美对２０世纪后期的哲学与美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此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所以“今天

我们必须重新开辟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③.他认为,现代西方

哲学与美学的二分对立,导致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疏离,表现为行为失调、理智误解、情感盲目、意
愿挫折、心灵迷茫与精神分裂等.

拯救“黑暗时代”的途径则要依靠新的哲学智慧的建设.这里就需要充分挖掘中国哲学思想的智

慧:(１)儒家“至诚”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④.这里,“天地之化育”
已经是儒家生命哲学与美学的重要内涵,成为新哲学与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２)道家艺术性的超越

精神,将生命提升至自由、无障碍的境界,进而回看世界,对世间悲欢与辛酸进行观照,感叹与反思后

洗尽凡尘,直乎“寥天一”的高度,达到真理与真实相和的圆满境界.(３)佛家“交替忘怀的时空人”
(SpaceＧtimemanwithanalternativesenseofforgetting)⑤的精神,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已完成最高的

理想.在无所不照的精神之光下,将宇宙万法平等观之,和融各种差别相,以差别相的大融合达到“生
命圆满”的目的.(４)新儒家的坚持道德理性、兼容道家的艺术精神,敬于天地,以“一体之仁”理解天

地人的关系,在仁爱和同情中消除隔阂.

３．创造艺术的美的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为了应对“黑暗时代”,方东美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与美学建设的蓝图.这个蓝图是一种由形而

下的物质层面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提升过程,以建立一种美的世界,达到精神境界的提升.他说:
“透过种种符号象征那里面美的境界、美的秘密,拿艺术家的才能做更高的创造,创造了艺术上面美的

世界———所谓艺术世界.”⑥这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发展遵循如下过程: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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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由此提升人的生命地位、生命成就与生命价值①,最终培养出真正“高
贵的人”,即儒家之大人、道家之至人与佛家之觉人.

艺术境界的实现与精神境界的提升是方东美“生生美学”的目标,说明方东美的“生生美学”是一

种以救世与育人为其目的的中国人生美学.

五、方东美“生生美学”思想评价

近年,在探索现代形态中国美学话语的过程中,原来常用的“中和之美”难以全面地揭示中国美学

的特点,而“生生美学”却能较好地反映中国美学的特质,尤其是其“天人相和”的生态特质,可以借以

更好地整合中国生态美学资源,也能向世界加以推介.对此,从美学工作者的角度对方东美的“生生

美学”作出如下评价:

１．建立了较为完备、融通古今中西的“生生美学”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工作者努力探索中国美学话语,以期更好地整合中国美学资源,书写更具理

论阐释力的中国美学史.在这一方面,目前有“人化”“意象”“意境”“生命”与“中和”等理论概括,均各

有其道理并取得成果.方东美的“生生美学”则以«周易»之“生生”为出发点,以西方“普遍生命”与“过
程论机体主义”为参照,并以“至诚”导向“爱之理”为关键环节,提出“美乃生命的创造”“艺术乃对于生

命伟大处的体贴”等重要论断.这当然是一种现代的中国美学阐释,却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蕴,总体符合中国哲学与美学实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与说服力.这是方东美长期探索的成果,是对

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

２．“生生美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

方东美哲学与美学首先是从西方哲学与美学入手的,他早年留学美国,攻读西方哲学硕士与博士

学位.方氏精通西方语言文化,对西方哲学的阐述受到西方同行的称赞.但从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

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方东美爱国主义的勃发,使其研究方向逐渐由西学转向中国传统哲学

与美学.１９３９年,印度学者拉达克利舒兰与方东美论及中印两大民族对各自哲学的态度及其对世界

的影响,方东美对西方著作中所论介的中国文化表示不满,并与拉达克利舒兰相互勉励,约定以英语

讲好各自的哲学与文化.这也促使方东美的民族文化立场愈加鲜明.他在去世前撰文说:“国家无教

育,则中兴无人才;文化无理想,则民族乏生机.有志者曷见乎此?”②读后令人动容.方东美的“生生

美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整合中国传统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与新儒家等四大智慧,并
以“生生之德”作为一贯之道.主题突出,论述清晰,突显了中华民族精彩的文化思想.

３．“生生美学”融汇中西,为中国美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可贵探索

方东美有着深厚的西学积淀与丰富的西方学术经历,曾在美国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多次在国际哲

学会议演讲中国哲学精神,还有阐释中国哲学与美学的英文专著等,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这些

学术经历使他自觉地以西方人听得懂的表述阐释中国哲学与美学,为中国哲学与美学走向世界进行

了可贵探索.在«中国人的艺术理想»一文中,他论述中国传统艺术的“传神”特点,提出传神乃“以直

觉来捕捉美的本质”的观点.为使西方人听得懂,他举了但丁«神曲»的例子说明直觉捕捉一刹那情感

的问题.«神曲»用诗的语言记述了但丁相遇初恋情人贝阿特利切时如电光石火般的一见钟情.他

说:“当俩人的视线相会时,有如电石交光,充满了柔情蜜意,是那样的令人震颤,那样的令人心神荡

漾.”③方氏就是用这种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传播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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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方东美在哲学与美学上的创见,特别是其“生生美学”思想是具有创造性和生发性的,这是

方东美对中国美学的重要贡献,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阐释与继承发扬.但任何理论家与理论形态都

是历史的,难以避免历史时代与个人的局限.方东美的“生生美学”充满诗情画意,但诗性的强化也相

对减弱了理论的更加完整与逻辑周延.方氏“生生美学”思想的内涵明确,其«中国人的艺术理想»的
确是一篇难得的中国美学与艺术论文.但这方面的成果偏少,使他对“生生美学”自身的理论概括相

对较弱.另外,论述的选择性又不免减弱其科学性,这导致方东美对原始哲学思想尤为看重,相对忽

视了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成果.在强调理性文化与中国早熟文化的同时,方氏又对宗教有所偏爱,使
得理论出现内在矛盾.当然,我们指出方氏理论的局限性并没有任何减弱我们对于方东美理论贡献

的敬意.从总体上来看,方东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生生美学”思想的

开拓性与创新性都使之具有某种经典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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